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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信息

要闻 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新华社昆明8月8日电 （记者姚
兵）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8月 8日
通报，8 月 7 日 0 时至 24 时，云南省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 例。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4 例。确诊
病例治愈出院14例（本土4例，境外
输入10例）。

据通报，新增的7例本土确诊病

例于 8 月 7 日在瑞丽市重点人群核
酸检测中发现，即用负压救护车转
运至定点医院隔离诊治，诊断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3 例，轻型
4例）。

通报指出，新增的4例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近期居住在缅甸，8月5日至6
日自陆路入境，转运至集中隔离点隔

离医学观察，8月7日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普通型2例、轻型2例）。截至8
月 7 日 24 时，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
370例（本土57例，境外输入313例）、
无症状感染者26例（本土1例，境外输
入25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
疗或医学观察。

云南：

7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7例
确诊病例治愈出院14例

江苏扬州：

核酸检测点
出现交叉感染
多名干部被问责

据新华社南京8月8日电（记者蒋
芳）江苏省扬州市纪委监委8日发布通
报，当地有核酸检测点出现交叉感染，
多名干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问责。此
前，广陵区湾头镇财政结算中心工作人
员王强（已因严重违法被立案调查并停
职）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并已造成
23人感染的严重后果。

通报称，7月29日至8月1日，在
对王强核酸检测混采阳性进行复检
的过程中，邗江区有关方面在隔离管
控等环节工作失职，落实防控措施不
实不细，造成疫情扩散。邗江区监委
对此立案调查后，分别给予负有直接
责任的区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流调隔离组副组
长蒋蔚，区疾控中心主任、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采样检测组副组长黄友政
务警告处分。市监委责令邗江区政
府分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副区长、区疫
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挥丁明哲作出
检查，并对其通报批评。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8日通报，8月 7日 0-24
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上海
6例，云南4例，广东3例，四川2例），本
土病例81例（江苏38例，河南24例，云
南7例，湖北6例，湖南6例）；无新增死
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
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3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2150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14例（其
中重症病例 13例），现有疑似病例 3
例。累计确诊病例7643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6929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8 月 7 日 24 时，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507例（其中

重症病例4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7558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93701例，现有疑似
病例 4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23517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46014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30例，其中境外输入25例，本土5例
（湖北3例，河南2例）；当日转为确诊

病例24例（境外输入1例）；当日解除
医学观察22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
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555例（境外
输入390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27849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11例（出院11725例，死亡212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57例），台
湾地区15775例（出院13053例，死亡
806例）。

国家卫健委：

7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
其中本土病例81例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
惠）为响应中央和我省有关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工作部署，促进校外培训行业健康发展，
近日，海南省校外培训行业协会向全省
校外培训机构发出倡议。

该协会倡议，全省校外培训机构要

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
权利，减轻家长负担；要正确认识校外培
训定位，严格规范办学行为，不组织超前
教学、超纲教学，不开展以“应试”为导向
的培训，不组织或参与选拔性考试和各
类学科竞赛活动，尊重教育规律，回归教
育本真，真正发挥校外培训作为校内教

育的有益补充功能。
该协会同时倡议，全省校外培训机

构要坚持证照齐全合法经营，落实安全
及疫情防控职责；要规范签署服务合同，
依规收费退费管理，收费不超过3个月，
依法纳税，不违规跨时段、跨项目捆绑打
包收费，不无故截留和克扣退学学生费

用；要杜绝违法违规培训行为，切实维护
群众合法利益，不发布虚假宣传广告，不
搞资本运作；要遵守有关法律规定，不占
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
组织学科类培训，不提前收取秋季学费，
不扩校区，不新招义务教育学科类教师，
尽快完成业务和模式转型发展。

海南省校外培训行业协会发出落实“双减”工作倡议

不超前超纲教学 不开展“应试”培训

关注2021年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欧倩）对于汽车消费来说，“金九
银十”是行业内默认说法。“9月的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我们将展出全系车型，广汽
本田首款插电混动型汽车——皓影
PHEV也将亮相。”中升嘉翔广本店总经
理李荣8月8日对海南日报记者表示，车
展期间还将针对教师和年轻群体推出额
外购车政策。

据介绍，此次车展上，广汽本田将
展出广本全系车型，包括：雅阁、皓影、
奥德赛、飞度、冠道、缤智、凌派、EV-1
等车型。同时，将展出广汽本田首款插
电混动型汽车——皓影 PHEV。相对
于普通版本皓影而言，全新皓影PHEV
凝聚广汽本田最新科技，不仅美观，而
且百公里油耗仅为1.3L。纯电续航能
力在 84-85km 左右。不含电能折算
下，油耗或为4.6-4.7L/100km；满电状
态下，新车油耗则低至1.3L/100km，堪
称“最省油”的皓影。

外观设计上，本田皓影PHEV版和
汽油版车型基本一致，只不过采用了蓝
色的车标，同时在翼子板部分以及车尾，
都加入了PHEV车型专属的e+PHEV
徽标彰显其新能源车的身份。

本田皓影前脸锐利的大灯配合镀铬
饰条，时尚动感。车尾上窄下宽，看上去
厚重，也为后排带来了比同级别车辆更

大的装载空间，实用性出众。皓影的内
饰设计基本打破了市场上中级SUV的
传统设计。皓影自上市以来受到了广大
消费者以及媒体的喜爱，销量跳跃式提
升，今年上半年，中升嘉翔广本店单店汽
车销量同比增长124%。

李荣认为，广汽本田销量的爆发性
增长主要是因为获得了广大消费者以及
媒体的认可，得益于营销推广策略的正
确实施。广汽本田今后还会根据用户的
需求及时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拓宽销

售渠道，除了在传统门店销售之外，积极
开拓海南其他市县的销售渠道，同时拓
展互联网线上销售。此外，专业的销售
团队为消费者提供更为贴心的服务，也
是销量增长的因素之一。

“金秋车展处于‘金九银十’的绝佳
销售节点。多年的参展经历证明，每一
届的展会效果都是令人满意的。”此次
李荣对今年9月的金秋车展更是充满
了期待。

据介绍，今年金秋车展上，广汽本田

每款车都将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届时恰
逢教师节，消费者凭借教师资格证将额
外享受 1000-2000 元不等的现金优
惠。而且在车展中购买广本新能源车型
还将享受到8折优惠的价格。

此外，李荣表示，为了答谢新老客
户，还将特别推出购买新飞度车型的消
费者可享受到0利率、0首付等优惠政
策，让真正想开广本车的年轻消费群体
都能以最优惠的价格、最好的购车政策
开上广本车。

广汽本田将在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展出全系车型

广本首款插电混动型汽车将亮相

本报洋浦8月8日电（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王冠丽）

“请出示下您的健康码，谢谢。”8月7
日中午，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佰丽酒
店，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对办理入住的
客人进行体温检测，认真查看客人的
健康码、行程码，并在客人签署疫情
防控承诺书后，才办理入住手续。

近段时间以来，洋浦加强全区
的疫情防控措施，要求各单位各部
门时刻绷紧防控这根弦，从紧从严
落实防疫措施，筑牢防控屏障。

据了解，洋浦经济开发区加强组
织领导，严格落实“日报告、零报告”

制度；全力做好中高风险及涉疫区旅
居史等重点人员排查，加强重点场所
管控，坚持“人”“物”同防，对入境设
备、冷链食品及时开展检疫消杀和垃
圾处置；严禁开展大型聚集活动，减
少人员聚集；压实医疗机构责任，大
力推进12到17岁人员疫苗接种，尽
快建立免疫屏障。

据了解，为了筑牢抗疫防线，洋
浦请省专家组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的规范化管理进行指导，要求隔离
点管理团队要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加
强值守、强化培训，形成联动，全力做
好封闭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

洋浦全面筑牢防疫屏障

加强重点场所管控
坚持“人”“物”同防

新华社郑州8月8日电 （记者翟
濯）记者8日从郑州市新冠肺炎应急处
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8月8日18时，郑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1例，原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40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自7月30日以
来，郑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1

例、无症状感染者44例。以上病例均按
要求实施集中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

据悉，郑州市已对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航空港区院区进行紧急改造，将全市
新增确诊患者、郑州岐伯山医院原收治的
感染人员以及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中
医一附院、郑州人民医院收治的境外输入

患者，全部转运至该院区集中治疗。目
前，该院区由郑大一附院医疗团队接管，
已收治本土及入境确诊患者106人、无症
状感染者81人、医学观察16人。

截至8月8日18时，郑州市第三轮
全员核酸检测已采样628.58万人，检测
36.52万人，检出异常结果1例。

河南郑州：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 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40例
本报三亚8月8日电（记者李梦

楠）8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
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日前发布提
醒告诫书，提醒各餐饮经营者严格进
货查验，采购冷链食品时要查验“四证
一码”（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报关
单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合格证明、消
毒证明、溯源码），并留存有效凭证，凭
证保存期限最少2年。对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该局将依法从
严处置。

三亚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餐
饮经营者要严格进货查验，确保食材
来源可追溯。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和索
证索票制度，严禁采购来源不明的冷
冻食品，严禁采购和制售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此外，在进口冷链食品监管
方面，进货时与其他食品要分开，或分
时段进行；要采取专用水池、专人负责
及按要求进行洗手、消毒等个人防护
措施；存放时与其他食品要分开存放，
并张贴标签标识区分。

三亚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监管

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

本报海口8月8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8月8日从海口市
教育局获悉，受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
情影响，为了做好海口市2021年秋季
义务教育城区公办学校招生入学工
作，经研究决定入学信息审核等招生
工作顺延一周（7天）。

延期后，入学信息审核时间为7月

26日至8月16日。坚持非必要不线下
原则，鼓励各学校以线上审核为主，确
有必要的，可进行线下审核；学校公示
新生名单时间为 8月5日至19日；新
生报名注册时间为8月13日至22日；
学校整理数据时间为8月23日。

8月24日，海口市2021年秋季义
务教育城区公办学校招生工作结束。

海口城区公办小学、初中新生
8月13日至22日报名

本报讯（记者曾毓慧）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白沙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获悉，根据上级部门要求，白
沙已成立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
小组，已划定城镇老旧小区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的范围，并明确了竣工验收
合格后可申请不超过17万元/台的财
政奖补标准。

据悉，白沙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必
须为已建成投入使用的4层以上（含4
层）无电梯住宅，且满足建筑物安全结
构、消防安全有关规范要求等。白沙住

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白沙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可以小区、幢或单元为主体提出
申请，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所需资金及运
行使用、维护管理资金由业主承担，具
体费用由业主协调承担，共同出资解
决，即业主可通过转让广告收益等方式
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加装电梯建设。

此外，属于白沙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范围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待竣工验
收合格后，可申请财政奖补，奖补比例
原则上不得高于建设成本的50%，且
不超过17万元/台。

白沙4层以上住宅
加装电梯可获财政奖补
奖补比例原则上不得高于建设成本的50%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实习生何鸿汶）近日，文昌市
生态文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公
告，鼓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发生
在文昌市内的淡水养殖业违规行为进
行举报，进一步规范淡水养殖业管
理。举报线索经调查核实后，根据奖
励规定，将予以举报人 1000 元至
2000元的奖励。

举 报 人 可 通 过 电 话（12369，
12345）、微信（“文昌生态文明”微信
公众号）和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属地镇

政府、文昌市生态环境局或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提供被举报经营者的违法事
实证据，包括被举报经营者的名称、详
细地址、存在违法事实以及反映违法
事实的文件、图片、影像等。举报范围
包括水产养殖场不达标排放尾水行
为；非法排放、倾倒养殖塘底泥行为；
非法使用违禁药物行为。

举报受理部门将严格执行举报人
保密制度。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
任何方式泄露举报人的姓名、住址、电
话、有关案情等情况。

文昌规范淡水养殖

举报违规行为将获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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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1例为省外输入病例胡某、1例为境外
关联的输入病例林某某，目前两名感
染者经治疗情况稳定。

会上还通报了8月1日确诊病例
胡某的应对处置情况。截至8月7日
晚，确诊病例胡某8名家属和同航班
23名旅客密接者第七轮次核酸采样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此外，会上还通报了8月5日确诊
病例林某某密接、次密接人员排查管
控情况。截至8月7日晚，当日流调排
查新增密接者12人，次密接者105人；
累计排查密接者136人，已采样134
人，131人结果呈阴性，3人结果待出，
待采样1人；累计次密接者288人，已
采样246人，239人结果呈阴性，7人待
出，待采样42人已居家隔离。

海口重点区域20.4万份
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